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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核峰會強調反恐
今年首次元首外交 中方盼推動合理開發核能

習近平首提核安觀

在核能產業不斷向前推進、全球
反恐形勢越來越複雜的大背景

下，核安全問題近幾年引發了國際社
會的廣泛關注。即將舉行的核安全峰
會將有53個國家的領導人和聯合國、
歐盟、國際刑警組織、國際原子能機
構等重要國際組織的負責人出席。峰
會除開幕式、閉幕式、4次全會以及
工作晚餐和招待會外，還將在會間穿
插舉行領導人互動式討論。作為重要
成果，會議還將在閉幕時發佈會議報
告、宣佈下一次峰會舉辦國，與會嘉
賓也將按慣例拍攝全家福。

將闡述中國核安措施
中國駐荷蘭大使陳旭指出，這是習
近平首次出席核安全峰會，也是習近
平今年出席的首個峰會，是新形勢下
中國在國際安全領域採取的重要外交
行動。在此次峰會期間，習近平將出
席會議有關活動，並發表重要講話。
外交部副部長李保東介紹說，此次峰
會的主題是加強核安全，防範核恐怖
主義。習近平將在會上提出中國的核
安全觀，介紹新形勢下中國在國際核
安全領域採取的重要外交行動，介紹
在加強核安全方面中國所採取的措施
和取得的成就，並與其他有關方面共
同商議如何加強國際合作。
陳旭透露，中方以建設性態度參與
峰會籌備全程，並提交了核安全國家
報告，詳細介紹中國在核安全方面的
具體努力和貢獻。中方希望荷蘭峰會
能夠取得圓滿成功，為進一步凝聚國
際共識、加強核安全國際合作、提升
全球核安全水平作出貢獻。

李保東說，中方對此次峰會有兩大
期待，一是希望此次峰會能夠承前啟
後，鞏固前兩屆峰會成果，凝聚新共
識；二是希望進一步推進各國合作，
提高全球核材料和核設施安全水平，
推動核能合理開發利用。

研減高濃縮核燃料量
核安全峰會自2010年開始迄今已

舉行三屆，逐漸成為國際安全領域合
作的重要平台。北京媒體披露的第三
屆核安全峰會公報草案顯示，此次會
議將重研究如何減少民用高濃縮核
燃料的使用量，以防止類似基地組織
的極端恐怖主義分子獲得相關材料。
峰會公報草案指出，類似的風險將在
未來幾年成為國際社會所面臨的重要
挑戰。
外界媒體分析指出，核安全峰會過

去的4年中在核安全方面作出了貢獻
並取得了成果，但同時也面臨多重
挑戰。國際社會需要更為緊密的合作
來防範高濃縮鈾、釙以及其他高放射
性物質落入恐怖分子之手。
一位聯合國高級官員去年在接受路

透社採訪時指出，核及其他放射性材
料的丟失時有發生，聯合國原子能機
構所掌握的信息也許只是此類事件的
「冰山一角」。
李保東指出，核安全問題關係到核能

的科學利用和發展，關係到各國經濟社
會可持續發展和公眾安全，關係到國際
和平與安寧。在核能產業不斷向前推進、
全球反恐形勢越來越複雜的大背景下，
核安全問題是國際社會共同面對的挑戰，
需要加強國際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 就核安全面臨的風險和挑
戰，有關專家向本報表示，目前主
要面臨恐怖襲擊、核材料保護以
及國際合作等三大挑戰。
以防範核恐怖主義為主旨的核安全

峰會召開在即，儘管與會各國面臨的
威脅不同，技術發展水平差異也很大，
但防範核恐怖主義是全球的共同目標。
有核安全專家向本報透露，本屆核

安全峰會討論的核安全特指核安保工
作。具體來說，核安保包括：核設施
防擴散、減少核材料和放射性物質丟
失和被盜的風險、核安保事件應對等
防人為破壞的安全保障。

核恐怖主義 威脅全球安全
就核安全面臨的風險和挑戰而言，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部主任
兼軍控與國際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建
群研究員向本報表示，目前主要面臨
恐怖襲擊、核材料保護以及國際合
作等三大方面挑戰。他認為，外部分
裂勢力、恐怖勢力的發展與蔓延，令
中國面臨核恐怖襲擊的威脅，同時
中國多年來也一直在加強應對。
據介紹，世界上仍然有25個國家
擁有核材料，並且大部分核材料處
於不安全狀態。核材料的偷竊、非
法販賣、走私核及放射性材料仍然
是人類重大威脅。
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劉

宏斌指出，就核安全本身而言，是
一個國家自身的責任，但核恐怖主
義的威脅已不僅僅是對個別國家的
威脅，而是一個全球性威脅。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研究員、國

家核安保技術中心顧問諸旭輝在接
受《人民日報》採訪時建議，未來
各國一是要加強核安保技術的交
流；二是要加強核安保領域的教育
培訓；三是加強各
國間的聯繫，尤其
是核安全信息的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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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夫人」相會 聚焦文化不涉政經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今日(20日)帶母
親和一雙女兒訪華，中美上演「夫人峰會」。屆時，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和米歇爾兩人會面將以勵志、輕鬆為主調，不會
觸及人權經貿分歧。美國媒體報道稱，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本
．羅茲和第一夫人辦公廳主任陳遠美共同舉行電話會，通報了米歇
爾20日至26日訪問北京、西安和成都的詳細行程。

北大演講登長城 西安成都輕鬆遊
據美聯社報道，米歇爾的訪華日程排得非常滿。她將在21日與

彭麗媛會見，並在中國第一夫人陪同下訪問北京一所中學，和準
備前往美國留學的中國高中生對話。此後兩人將參觀故宮，並共
進晚餐、欣賞演出。22日，米歇爾會在北京大學斯坦福中心發表
演講，與中國大學生及美國留學生見面，探討留學議題以及科技
在文化交流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米歇爾還將與美國青年進行網絡
虛擬討論。23日，米歇爾將主持一場關於教育的圓桌會議，並到
長城參觀。24日至26日，米歇爾和家人前往西安和成都進行參觀
訪問。

第一夫人訪華 美方率先提出
據了解，此次米歇爾單獨訪華，是美國方面主動提出。去年6

月，習近平攜夫人彭麗媛前往美國加州安納伯格莊園與奧巴馬會
晤，但是米歇爾因為要陪伴即將畢業的孩子，兩位第一夫人那次
失去了碰面的機會。米歇爾當時致信彭麗媛，希望不久以後二人
在中國碰面。

3月20日
■米歇爾攜兩位女兒和母親抵
達北京，並開始訪華行程

3月21日
■彭麗媛將陪同米歇爾走訪一
所中學，參觀故宮

3月22日
■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與中
美學生見面

3月23日
■主持一場有關教育的圓桌討
論會，並參觀長城

3月24日
■訪問陝西西安，參觀兵馬俑
和古城牆

3月25日至26日
■到訪四川成都，在一所中學
演講，還將去看大熊貓

資料來源：《新京報 》及
BBC中文網

華增持美債35億
穩居美最大債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美國財政部
18日公佈的初步統計
數據顯示，2014年1
月，中國小幅增持35
億美元美債，目前仍為
美國最大「債主」。數
據顯示，2014年1月，
中國持有美債總額為
1.2735萬億美元，較
2013年12月修正後的
1.2700萬億美元增加35億美元。2013年12月修
正前的數據為1.2689萬億美元。
對於增持或減持美債，中國官方強調，美債

市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重要市場，不論增持還
是減持都是正常投資操作，中國會根據市場上
的各種變動進行動態優化和調整操作，外界不
必進行過多的政治化解讀。

副總長晤美議員
稱構建新軍事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軍
網記者頻道報道，解放軍
副總參謀長王冠中18日下
午在八一大樓，會見美國
國會眾議院「美中工作小
組」共同主席里克．拉森
和查爾斯．波斯坦尼一行
時表示，中方願與美方共
同努力，推動中美新型大
國關係和與之相適應的新

型軍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美方表示，美方希望與中方加強交流與溝

通，減少誤解和疑慮，「美中工作小組」願在
促進兩軍關係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王冠中還就美國售台武器問題、美國國會限制

兩軍交往歧視性法律問題等與美方交換了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美國一名情報分
析師17日公佈的報告認為，中國於2013年5月進
行的一次航天發射是在測試「史無前例能攔截中
高軌道衛星的新型武器」。由於目前大多數軍用
衛星位於中高軌道，它們面臨的現實威脅引起西
方的普遍關注。不過，該分析帶有太多猜測成
分，而且關鍵證據竟然來自於中國網絡博客。

稱導彈能飛3.6萬公里
路透社18日稱，對新公開的衛星照片的細節分

析證明，「中國在2013年5月以科學研究名義進
行的航天發射，實際是測試新型反衛星武器」。
報道稱，前美國空軍分析員布萊恩．威登在「空
間評論」網站上公佈長達47頁的分析報告，宣稱
中國測試的新型導彈能飛抵約3.6萬公里高的地球
靜止軌道，「如果這是真的，將代表中國反衛星

能力的巨大進步。」

博客證據真實性可疑
威登在分析報告中提到，「沒有其他任何國家曾

測試過這種直接上升反衛星武器，它能抵達地球中高
大橢圓軌道或者地球靜止軌道。」該報告對美國數字
全球公司提供的衛星照片進行了詳細分析，認定在中
國西昌的發射基地存在一種機動導彈發射架，或是一
種用於彈道導彈發射的「運輸—起豎—發射車」
(TEL)。威登說，有充分證據證明「中國正在發展第
二種反衛星武器」。此外，2013年5月中國進行航天
發射後，美國政府稱其彈道軌跡接近地球靜止軌道，
但未在太空中找到與發射相關的目標。
儘管報告的分析看起來頭頭是道，但威登承認，

有關「中國研製高軌反衛星武器」的關鍵證據來自中
國網絡。

■王冠中。
資料圖片

■美債持有國，中國仍
排第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第三屆核安全峰會即將
於24日至25日在荷蘭海牙舉行，峰會將重點聚焦「加強核安
全、防範核恐怖主義」。屆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首次出
席核安全峰會，並將提出中國的「核安全觀」，介紹中國在加
強核安全方面採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就，推動國際合作。據
悉，中方對峰會有兩大期待，希望峰會能進一步推進各國合
作，提高全球核材料和核設施安全水平，推動核能合理開發
利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報道，據知情人
士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月底出訪歐洲
期間可能購買至少150架空中客車(Airbus)飛
機，價值200億美元(約合港幣1,552.83億
元)，而中國正在商洽此事。
若達成廣泛交易將有助改善中歐貿易關

係，交易可能包括以購買更多空巴A330客
機為條件，讓空巴在中國開設第二座工廠。

採購計劃將於訪法德期間宣佈
A330客機的「客艙整裝」工廠將進一步加強
空中客車在中國市場的地位，
5年前該公司在中國天津設立了

首家歐洲以外的總裝工廠，由本地工人完成A320
客機的總裝工作。
該協議可能還涉及解凍27架A330客機採

購計劃的決定，中國政府在近期與歐盟因環
境政策問題發生爭執後中止了該計劃。
了解情況的人士透露，採購計劃將於本次

訪問的法國和德國站期間宣佈，採購飛機可
能還包括一些A320和A350機型。不過最終
結果還要取決於協商，協商可能一直持續到
最後時刻。
空客發言人拒絕對此置評。上述知情人士

要求不具名，因出於保密原因，他們未被授
權向媒體談論此事。

中國擬擲千五億 購150架空巴

■發射場的衛星地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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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指華正造第二種反衛星武器

■彭麗媛。 資料圖片 ■米歇爾。 資料圖片

■中國擬擲千
五億購歐150
架空巴，交易
可能包括購買
更 多 空 巴
A330 客機。
圖為同型號空
巴。資料圖片

■24日至25日，第三屆核安全峰會將在荷蘭海牙舉行。圖為峰會現場飄揚的歡迎條幅，主
辦方準備了中文、英文、法文、荷蘭文等多國文字來歡迎各路貴賓。 中新社

■■習近平將首次出習近平將首次出
席荷蘭核安全峰席荷蘭核安全峰
會會，，並將提出中國並將提出中國
的的「「核安全觀核安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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